
长沙竞选市管领导正职“充满阳光”

“夹心层”将可租住公共租赁住房

为您导读

买不起商品房又住不上廉租房怎么办

详见

2

版

本报

10

月

14

日讯（记者 徐蓉 陈

亚静）

13

日上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

委会主任周强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

议 ，学习贯彻中央 《

2010

—

2020

年党

外代表人士教育培训改革和发展纲

要》（以下简称《纲要》）和全国党外代

表人士教育培训工作会议精神，研究

进一步推动全省党外代表人士教育

培训工作在新的起点上实现新发展。

省领导胡彪、许云昭、李江、杨泰

波、杨忠民、李微微、戚和平参加会议。

党外代表人士是我国人才资源

的重要组成部分。省委、省政府历来

高度重视党外代表人士教育培训工

作和社会主义学院工作，将党外人士

教育培训纳入全省干部教育的整体

规划， 作为战略任务和基础工程来

抓，不断创新培训内容和方式，为党

和国家事业发展培养了一大批优秀

人才，为促进湖南科学发展、富民强

省发挥了积极作用。

周强对全省党外代表人士教育

培训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

要求结合湖南实际，认真抓好《纲要》

和全国党外代表人士教育培训工作

会议精神的贯彻落实。他说，党中央

历来高度重视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

设，胡锦涛总书记在今年党外人士迎

春座谈会上就提高党外代表人士素

质提出了明确要求。不久前，中央又

专门就党外代表人士教育培训工作

颁布《纲要》，召开全国党外代表人士

教育培训工作会议，充分体现了党中

央对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高度

重视。在这次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亲切接

见会议代表并作重要讲话，要求加强

理论培训、加强实践锻炼、加强社会

主义学院建设、加强党的领导，切实

做好党外代表人士教育培训工作。全

省各级党委和统战部门要认真学习

领会精神实质，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

一到中央的要求上来， 结合湖南实

际，抓好贯彻落实。

周强强调， 要着力推动全省党外

代表人士教育培训工作在新的起点上

实现新发展。 一要抓好重点工作推进。

统战部门要在调查研究、总结经验的基

础上，尽快制定湖南党外代表人士教育

培训工作规划，建立和完善相关教育培

训协调工作机制，确保教育培训工作顺

利进行。二要扎实有效有序开展教育培

训工作。 坚持做到后备人选优先培训、

骨干人选重点培训， 换届前系统培训、

换届后集中培训， 实现老中青相结合、

短中长相衔接。要把理论培训与实践锻

炼结合起来，努力培养造就一支政治坚

定、专业突出、群众认同的党外代表人

士队伍。 三要积极帮助改善培训条件，

支持省社会主义学院深化教学改革和

改善办学条件，为党外人士营造良好的

学习环境。四要加强组织领导。全省各

级党委要把党外代表人士教育培训工

作纳入当地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整体规

划， 及时研究解决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统战部门和各民主党派、工商联要充分

发挥自身的优势和作用，共同做好党外

代表人士教育培训工作。

本报

10

月

14

日讯（记者 李勇）

省政协主席胡彪今天在益阳市考察

时强调，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按照“转方式、调结构”的要求，大力

推进“四化两型”建设，实现又好又

快发展。

省政协副主席石玉珍、 秘书长

欧阳斌陪同考察。

绵绵秋雨中， 胡彪一行深入益

阳的工业园区、企业车间、重点项目

建设工地， 与当地干部群众共商科

学发展大计。 益阳高新区东部新区

是该市对接省会长沙经济的桥头

堡，目前已完成政府直接投资

13.13

亿元，引进企业

28

家。胡彪详细了解

新区发展规划， 希望益阳市坚定实

施“东接东进”战略，以“两型”为主

导，瞄准国际水平，加快新区发展。

在节能灯用电容器制造企业———湖

南艾华电子科技集团， 胡彪走进企

业生产车间， 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

况。企业负责人告诉胡彪，今年有望

实现销售收入

13

亿元， 正在积极筹

备上市。胡彪叮嘱企业负责人：在努

力做大做强的同时， 要真心关爱员

工， 增强员工向心力， 夯实发展基

础。在益阳期间，胡彪还考察了益阳

华翔变压器制造有限公司、 益宁城

际干道、益阳市规划馆，听取了益阳

市工作汇报。 （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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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尚武 柳德新

金色的秋天，收获的季节。刚从

田间调研回来的省农业厅厅长田家

贵，谈到农业现代化就打开了“话匣

子”：“在省委、省政府‘四化两型’战略

决策中，提出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农

业现代化与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

信息化相提并论，合称‘四化’，被作

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基本途

径，必将开创强农富农的新局面

!

”

对于湖南农业在全国的地位，

田家贵心中有一本账：“湖南农业优

质资源十分丰富，稻谷、柑橘产量和

生猪外销量都居全国第一，茶叶、水

产、棉花、蔬菜、苎麻等主要农产品

产量都在全国前列。”正因如此，无

论是争取国家投入还是参与区域分

工合作等方面，农业都一直是湖南

的优势所在。

与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信

息化相比，目前我省农业现代化相

对滞后， 突出表现在农业经营规模

小，组织化程度低，生产手段落后。

田家贵认为： “加快推进农业现代

化， 就是加快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

业转变， 实际上是农业生产方式的

一次革命，其中要实现三个转型：一

是从千家万户分散型生产向规模

化、集约化经营转型，二是从传统的

手工作业为主向集中的全程机械化

作业转型， 三是从散小的粗放式管

理向集中的专业化服务转型。”

如何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田

家贵介绍，总的来说，就是用先进生

产方式改造提升传统农业， 用新型

工业化带动农业现代化， 把先进的

生物技术、工程技术、信息技术全方

位应用于农业生产。今年来，全省做

优做强湘米产业起步不凡，在

270

个

乡镇落实高档优质晚稻标准化生产

基地

458

万亩。通过抓标准化生产基

地建设， 优质粮源增加； 抓良种繁

育，产业“源头”活力增强；抓龙头企

业培育， 产业竞争力提升。 田家贵

说， 省农业厅在抓紧编制农业现代

化发展规划的同时， 最近还研究了

明年粮食生产的

10

条措施， 其中包

括：在粮食生产重点县统一供种，在

洞庭湖区

40

个村试点统一育秧，推

广

400

万亩机械化插秧等。

展望现代农业的发展前景，田家

贵兴奋地说：“落实省委、省政府‘四

化两型’战略，三湘沃野将大大提升

综合生产能力，湖南农业将赢得前所

未有的大发展，广大农民将迎来更加

富裕、更加美好的新生活。”

周强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要求

理论学习与实践锻炼相结合

推进党外代表人士教育培训工作

加快从传统农业

到现代农业的转变

———访省农业厅厅长田家贵

胡彪在益阳市考察时强调

积极“转方式、调结构”

推进“四化两型”建设

■加快方式转变 推进“四化两型”

厅局长访谈录

本报

10

月

14

日讯 （记者 黄纯

芳）记者今天从省纪委获悉，为进一

步拓宽案源线索， 加大查办案件力

度，省国土资源领域腐败问题治理工

作协调小组办公室向社会公布治理

工作举报电话和举报信箱，接受群众

监督和举报。

近年来， 我省高度重视国土资

源领域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

作，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把解决损害

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作为重点 ，坚

决查处违纪违法腐败行为， 国土资

源领域的腐败问题治理工作取得了

新成效。 （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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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4

日上午，岳阳县三荷乡因暴雨影响，部分路段遭洪水淹没。一辆中巴车侧滑入湍急的河水中，

20

余名乘客和

一名驾驶员被困，生命危在旦夕。岳阳消防特勤中队官兵接警后火速赶往现场，经过一个多小时的紧急救援，成功将乘

客救出，无一人伤亡。 刘文韬 王晴 郭峰 罗宁 摄影报道

加大国土资源领域反腐

向社会公布举报电话和举报信箱

本报

10

月

14

日讯 （记者 陶小

爱 通讯员 夏亮） 记者今天获悉，

中国·橘子洲国际摄影文化节将于

10

月

22

日至

29

日举行 。 其 中 的

“重头戏” ———首届中国国际网络

摄影大赛 ， 获奖作品已经敲定 。

大赛从

3

万多幅作品中评定出

16

幅

金奖、

20

幅银奖、

33

幅铜奖作品。

获奖作品以及上万幅国内外摄影

精品将在橘子洲国际摄影文化节

上展出 ， 长沙市民将迎来一场视

觉盛宴。

此次摄影节 ， 有十三大国际

摄影主题邀请展将登陆长沙 ， 其

中大多是首次在中国展出 ， 首次

使用低碳环保评片模式 。 摄影节

成为实施文化强省战略 ， 展示湖

南及长沙形象的重要平台 ， 也是

促进国际文化名城建设的重大机

遇。

摄影节由省委书记、省人大常

委会主任周强 ，省委副书记 、省长

徐守盛担任总顾问； 省委常委、长

沙市市委书记陈润儿， 省委常委、

省委宣传部部长路建平担任总策

划。据摄影节组委会透露，届时，俄

罗斯、土耳其 、秘鲁等十多个国家

的驻华大使将偕夫人出席摄影节

活动。 （下转

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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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万幅国内外摄影

精品将展出橘子洲

田家贵

(

前左一

)

在调研现代农

业。 王建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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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利救援结束

33

人全部获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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